第3章

3.1

组织管理

概述
组织管理（Organization Management，OM），是 HCM 中重要的一环，原因如下：
● 从 HR 的理论角度来说，组织管理是 HR 管理的基石，HR 的其他业务都必须在此基
础上展开和进行。
● 从实务的角度来说，OM 更是重中之重。任何部门和职位的变更是牵涉着公司的命运
和前途的大事，与个人的命运更是息息相关。
SAP 中的组织管理模块是以管理学中的组织管理为指导，设计并实现了对应的全部功能。

3.1.1

重要性

虽然组织管理在管理学上有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单纯从 SAP 软件实施的
角度来说，OM 不是必须实施的模块。也就是说，在选择实施方案的时候，公司可以选择不
实施组织管理，而实施其他的模块，如人事管理、考勤管理、工资核算等。只有当实施的模
块必须要用到组织管理的数据时，组织管理才是必须实施的。
这里有两个原因：
● 历史原因：从 SAP 的版本历史来看，是先有人事管理，再有组织管理的。所以早期
的 SAP 软件中是没有组织管理的功能，当然也就谈不上实施了。
● 灵活性原因：虽然 SAP 在后期开发了组织管理的功能，但是一直保留了独立的人事
管理功能，也就是人事管理可以脱离组织管理，也可以选择和组织管理集成。这样保
留了一定的灵活性。
如果选择了不实施组织管理，那么人事管理中的职位、部门架构等数据通常都是比较简
单的信息记录，无法提供结构化的管理。从统计分析的角度来看，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
一般来说，很多公司在实施 SAP HCM 的时候，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会选择组织管理
和其他模块一起实施的方案。
SAP 的组织管理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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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来管理 HR 业务中的各种模型，如部门、岗位、职务、职务体系、组织图等；
● 可以实现对历史信息的完整记录；
● 可以实现灵活的分析，如按照汇报关系、按照直线管辖关系等进行统计分析；
● 组织管理的数据可以用于其他各个模块，如人事管理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招
聘 (Recruitment)、 员 工 发 展 (Personnel Development)、 培 训 管 理 (Training and Event
Management)、 工 作 流 (Workflow)、 薪 酬 管 理 (Compensation Management)、 人 工 成
本计划 (Personnel Cost Planning)、自助服务 (ESS/MSS) 等，此外还和财务模块的成
本管控 (Controlling)、生产制造模块的排班规划 (Shift Planning)、能力规划 (Capacity
Planning) 等都有关联。

3.1.2

设计理念

就像前面提到的一样，SAP 的组织管理模块是后续加入的功能，所以在设计理念上也
和之前的模块有些不同之处。其中，最大的差异就在于组织管理是采用面向对象（Object
Oriented）的方法来设计的。
所谓的“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是计算机编程中的一个术语。简单来说，就是把世间万
物都模型化，进行建模处理。这样做的好处在于灵活性大大增强。
从前面的业务介绍中也可以看到，组织管理中包括了很多概念，如部门、职位、岗位、
成本中心、工作中心等，这些概念都有自己的一些特性，而人事管理则相对简单，只是对人
员信息的管理。所以在组织管理中，使用面向对象的理念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
提示：如要了解更多关于面向对象的概念，可以参考对应的计算机专业书籍。

3.2

基础必备

3.2.1

基本概念

组织管理中最核心的功能就是将实际业务中的组织架构图通过系统的方式实现，并实现
对其的管理。一个典型的组织架构图如图 3-1 所示。
组织架构图中包括了以下几个核心概念：
● 组织单位（Organization Unit）——是企业中针对具体执行功能的划分，如多数企业会
分为股东大会、董事会、总裁、各分公司总经理、人事部、财务部等。这种划分拥有
层次关系，如人事部可以继续划分为工资科、员工关系科等。划分的目标和层级都可
以根据企业的需要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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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示意图

● 岗位（Position）——在组织管理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定岗定人，也就是核定岗位
的职责和数目，并指定人员来承担对应的岗位职责。而定岗的基础，则是根据组织单
元的划分和企业的近期、长期规划。
● 人员（Person）——这个概念最容易理解，就是企业中具体的人。之所以不能称之为
员工，是因为企业中不单单包括了员工，有时还会有其他类型的人员，如外包人员、
顾问等。
● 组织架构（Organization Structure）——前面的三个概念都是最基础的概念，而组织架
构则是将这些概念有机的组合起来，来构成一个企业。换句话说，组织架构规定了人
员、岗位、组织单位之间如何沟通配合，来实现企业的正常运转。

3.2.2

基础操作

在 SAP 中，如果要实现组织规划（Organizational Plan）的功能，必须要按照如下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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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1. 创建根组织单位（Root Organization Unit）
“根组织单元”是一个特定的组织单元——即最高层级的组织单元，其他的组织单元都
属于其下属单元。同样，“根组织单元”一般变动性很小，而下属单元，尤其是越靠近下层
的组织单元，变动性相对就大了很多。所以 SAP 中，要通过一个特殊的事务代码 PPOCE 才
可以创建根组织单元，而下属的组织单元的创建，是通过事务代码 PPOME 来创建的。操作
过程如下：
1) 输 入 事 务 代 码 PPOCE， 或 者 使 用 菜 单 路 径：Human Resources →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al Plan → Organization and Staffing → Create，出现如图 3-2 所示
的界面。

图 3-2

输入事务代码创建“根组织单元”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维护“根组织单元”的生效期间，默认结束日期为 9999/12/31，如
图 3-3 所示。

图 3-3

维护“根组织单元”的生效期间

3）维护“根组织单元”的其他信息，如简称和全称等其他属性，如图 3-4 所示。
2. 创建其他组织单位
正如上面提到的，创建了“根组织单元”后，就可以使用事务代码 PPOME 来创建其他
的组织单元。和创建根组织单元类似，在创建组织单元时，要设置名称和有效期间，以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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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单元之间的关系（上下级关系）。具体操作如下：

图 3-4

维护“根组织单元”的其他属性

1) 输 入 事 务 代 码 PPOME， 或 者 使 用 菜 单 路 径 Human Resources →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al Plan → Organization and Staffing → Change，如图 3-5 所示。

图 3-5

输入事务代码创建其他组织单元

2）选中“根组织单元”后，点击“新增”

按钮，如图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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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增”按钮

3）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关系为“直属上级部门”的选项，来创建该组织单元的下级
组织单元，如图 3-7 所示。

图 3-7

选择创建下级组织单元

4）维护新创建的组织单元的详细信息，如简称、全称、生效期间等，如图 3-8 所示。

图 3-8

维护新的组织单元的信息

需要注意，在创建新的组织单元和其他对象（如岗位）时，经常会忽略生效期间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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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PPOME 中是根据默认的设置自动填写生效期间的，而不是采用像 PPOCE 一样选择的
方式来维护的，所以经常会发现新创建的组织单元无法使用。
有两种解决方案：
方案 1

更改 PPOME 中的默认设置：在 PPOME 中，点击

图 3-9

按钮，如图 3-9 所示。

选择日期设置

在弹出的界面中，设置默认的生效开始日期，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方案 2

设置默认日期

如果已经创建完成，可以通过 SAP 的标准程序 RHRHDL00 删除后再新增正确的

记录。
3. 创建岗位（Position）
在创建了组织单元后，就可以创建岗位了。选中岗位所属的直接部门，然后点击“创建”
按钮

，就可以创建一个岗位，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选择“下属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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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输入岗位的名称和有效期间，保存后，岗位就创建完成了，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选择“下属岗位”

4. 分配人员到具体的岗位（如果已经有人员数据）
一般来说，人员的录用是通过事务代码 PA40，由人事管理负责录入。在录用人员时，
需要维护对应的岗位信息。如果组织管理和人事管理已经集成，人事管理中可以自动读取到
岗位的信息。
提示：如果启用了组织管理中的空缺岗位管理（信息类型 1007），对应的信息也会集成在人
事管理中。如果人员入职，会将对应的岗位空缺状态更新为“已录用”；同样，如果人员离职，
对应的岗位会变成“空缺”状态。
以上是组织管理中最基本的一些操作，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AP 的组织管理中的一些特性。

3.2.3

计划版本

在现实业务中，经常会碰到组织架构调整的情况。通常在组织架构调整前，HR 部门都
必须根据现有的组织架构，结合未来的业务发展目标，制定出来几个备选的方案。通过比较
分析，由决策层最终确定一个最合适的版本，并确定新的组织架构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效。
这就是 SAP 中计划版本（Plan Version）的核心功能。SAP 用计划版本来描述组织架构的
模拟状况。也就是说，公司可以在不影响现有系统使用的同时，通过拷贝现有的组织架构，
进行修改来制定出多种不同的组织架构图，并进行后续的业务分析和实施。
系统中可以有很多种计划版本，但是必须而且也只能有一个版本是现在正在使用的版本
（Active Plan Version）。同时，这个计划版本也是和人事管理集成时使用的版本。
1. 维护计划版本
使用 IMG 路径：IMG->Personnel Management->Global Settings in Personne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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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Version Maintenance->Maintain Plan Versions 来维护计划版本，或者直接在表 T778P 中
维护，如图 3-13 所示。

图 3-13

IMG 路径

在弹出的界面中直接新增记录，如图 3-14 所示。

图 3-14

维护计划版本

2. 设置现用版本
使 用 IMG 路 径：IMG->Personnel Management->Global Settings in Personnel Management->
Plan Version Maintenance->Set Active Plan Versions 来设置现用版本，或者通过在表 T77S0 中维

第3章

组织管理

39

护组 PLOGI/PLOGI 的值来设置现用版本，如图 3-15 所示。

图 3-15

设置现用版本

提示：表 T77S0 是一张配置表，很多重要的配置选项都是通过设置该表来实现的。

3.2.4

对象

对象是计算机 OO（Object Oriented——面向对象）编程中比较专业的术语，用来描述对
现实世界的抽象。在这里，SAP 将“对象”用在了组织管理模块中。
每一类对象都有通用的属性，同时也有一些特性，以便和其他类型的对象进行区分。如
部门的对象一般只包括部门的名称、简称等信息；而成本中心则除了名称、简称等信息外，
还包括所属成本控制范围、业务控制范围等信息。
SAP 中的对象可以简单的分为以下两类：
● 内部对象：所有组织管理模块自身所创建的对象，都是内部对象，如部门、岗位、职
位等。
● 外部对象：所有不是由组织管理模块创建的对象，都称为外部对象。最常见的如人员
（由人事模块创建）
、成本中心（由财务模块创建）
、工作中心（由生产管理模块创建）等。
可以简单地将系统中的对象类型和实际业务管理中的概念进行对应，如表 3-1 所示，列
出了常见的对象类型和业务管理的概念。
表 3-1
SAP 中对象类型

常见对象类型和业务管理概念的对应关系
简

写

业务管理概念

部门 (Organization Unit)

O

部门

岗位（Position）

S

岗位

职位（Job）

C

职位

成本中心（Cost Center）

K

成本中心

人员（Person）

P

员工

任务（Task）

T

任务

工作中心（Work Center）

A

生产线 / 小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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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SAP 业务功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对象也加入到了新版本的系统中，如在 ECC6 的
版本中，如果查看配置表 T777O 就可以查到 190 种不同的对象类型。当然，伴随着对象的增
加，SAP 支持的业务功能也越来越多样化，功能也越来越丰富。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当
时采用的设计理念的先进之处。

3.2.5

关系

如果说对象是一捧散沙，那么关系则是把它们凝聚在一起的胶水。
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如部门和部门之间存在着上下级的关系，部门和岗位之
间也存在着对应关系。在 SAP 系统中，也定义了很多类型的关系，这些关系都使用三位码来
表示，如为了将部门和岗位关联起来，SAP 使用了 003——组成（Incorporated）的关系；为
了将部门和部门关联起来，SAP 使用了 002——管理（Is line supervisor）的关系；为了将岗
位和人员关联起来，SAP 使用了 008——占用（Holder）的关系等。
关系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双向的，比如部门和部门的关系，一方面是上级部门管理下级
部门，同时也是下级部门被上级部门管理；这种双向关系在系统中用 A 和 B 来区分。此外，
还有一种关系只能是单向的，主要是因为关系的一方属于外部对象，所以组织管理模块只能
创建单向的关系，如岗位和人员的关系，就只能属于单向的。
从表 T778V 中可以查到常用的关系，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常用的关系表

业务描述

系统名称

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

A002/B002

岗位和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

A003/B003

岗位和职位之间的对应关系

A007/B007

人员和职位之间的对应关系

A008/B008

岗位（部门经理）和部门之间的管理关系

A012/B012

岗位和岗位之间的隶属关系

A002/B002

部门和成本中心之间的对应关系

B003

每个对象所有的关系都存在信息类型 1001 中，可以通过专家模式来查看。

3.2.6

评估路径

有了对象和关系后，就可以将对象通过关系组合起来，但是这种组合是线性的，不具有
层次性。而评估路径就是用于表示层次性的结构。
如在前面创建部门和岗位的界面中，我们看到的结构就包括了上下级部门、部门所属的
岗位以及占有该岗位的员工信息。这里面其实就用到了评估路径 SBESX，该评估路径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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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表 T778A 中查到，配置常用的关系，如图 3-16 所示。

图 3-16

评估路径 SBESX

其中第一列是序号，序号较小的优先执行；第二列是查询的时候使用的起始对象类型，
第三、四、五列是查询时使用的关系，第六列是优先级，第七列是相关的对象类型，第八列
表示是否跳过的标志，如果勾选了，则虽然在查询的时候使用相关的信息，但是在结果中是
不显示相关信息的。
所以截图中的 SBESX 的设置，翻译过来就是如下的规则：
● 先从指定的组织单元（O）开始，查找下属的（B003）岗位（S），并显示在结果中。
● 接着还是从指定的组织单元开始，查找下属的组织单元，并显示在结果中。
● 然后从第一步找到的岗位开始，查找对应的员工，并显示在结果中。
如果第二步能找到下属的组织单元，就依次从下属的组织单元开始，重复以上三个步骤。
也就是说，直到最低层级的组织单元为止。这样，就可以绘制出我们在之前看到的结构图。
常用的评估路径如表 3-3 所示。
表 3-3

常用的评估路径表

评估路径

含

义

SBESX

组织单元、岗位和人员的层级结构

ORGEH

组织单元的层级结构（只有组织单元，没有其他的对象）

PLSTE

组织单元和岗位的层级结构

O-O-S-P

组织单元、岗位和人员的层级结构，和 SBESX 的区别在于该评估路径先查找和
显示下属部门，而 SBESX 则优先查找和显示所属的岗位

PERS-O

组织单元和人员的层级结构

ARBP-O

组织单元和工作中心的层级结构

ORGA

岗位的汇报结构

ORGA-P

岗位和人员的汇报结构

评估路径的目的在于通过不同的视角来评估企业的结构。而具体到业务操作上，也
就是对应的结构能够通过报表的形式反映出来。所以 SAP 提供了一个标准的报表，来显
示不同评估路径下的组织结构。该报表的事务代码是 S_AHR_61016528，对应的菜单路径
为 Human Resources →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 Info System → General → Structure
Display →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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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信息类型

信息类型（Infotype）是另一个 SAP 特有的名词，不仅用在组织管理中，而且也用在人
事管理中。
组织管理和人事管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同一个对象（如组织单元、人员等）
，要
同时记录很多信息（如组织单元要记录名字、和其他对象的关系、成本分配情况等，人员的就
更多了）。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信息，SAP 把这些信息进行了逻辑分类，每一个分类就叫做一个
信息类型。这样，既保证了信息的完备性，又给操作带来了灵活性，还给未来提供了扩展性。
组织管理中常用的信息类型如表 3-4 所示。
表 3-4
编

号

常用信息类型

信息类型

编

号

信息类型

1000

对象

1007

空缺

1001

关系

1008

科目设置特性

1002

描述

1011

排班计划

1003

部门 / 职员

1013

员工组 / 子组

1005

计划薪酬

其他的信息类型都可以在表 T778T 中找到。
信息类型还可以再细分为子类型（Subtype）。如地址，就可以分为家庭地址、邮寄地址
等；用户 ID，也可以分为 SAP 系统 ID、Email 账号、护照号码、驾照号码等。每个子类型
记录的信息都可以不一致。
信息类型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时间约束。所谓的时间约束，是指对应的信息记录的有
效期间是否可以不连续，以及是否可以重复（同一时间段内有多条记录）。SAP 标准的时间约
束如表 3-5 所示。
表 3-5

标准的时间约束

时间约束类型

解

释

时间约束 0

只能有一条记录

时间约束 1

信息记录必须连续，而且不能重复

时间约束 2

信息记录可以不连续，但不能重复

时间约束 3

信息记录可以不连续，也可以重复

对于有子类型的信息类型，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子类型设置不同的时间约束类型。

3.2.8

常用界面

1. 组织和就职
组织和就职是组织管理中最常用的界面之一，其截图可以参考图 3-4。组织和就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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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包括了三个事务代码——PPOCE、PPOME、PPOSE，分别对应根组织单元的创建、组织
和就职的修改、组织和就职的显示这三个功能。
组织和就职之所以成为最常用的界面之一，就在于它集成了组织单元中常见对象的操
作，如组织单元、岗位、职位、人员等，所以操作上相对比较方便、直观。
组织和就职的界面可以分为三个区域，下面分别介绍。
1）查询区域。
查询区域中列出了常见的对象类型，以及常用的查询功能，一般包括了自由查询（Free
Search）、关键词查询（Search Term）、结构化查询（Structure Search）以及查询历史（Object
History）等，如图 3-17 所示。
提示：查询区域中的对象类型和查询功能，都可以通过配置的方式进行更改。
2）结果区域。
结果区域中列出的对象是根据查询的结果而显示对应的信息。只有选择了结果区域中的
对象后，才会在概览区域和详情区域显示对应的信息，如图 3-18 所示。

图 3-17

查询区域

图 3-18

结果区域

3）概览区域。
根据结果区域中选择的对象，概览区域会显示对应的概览信息。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
树形列表来显示对象之间的关系。如选择了一个部门后，会相应地显示对应的下级部门、岗
位、人员等信息。并且概览区域对于不同的对象，都拥有多种视图，可以从多种视角来查看
对应的信息，如图 3-19 所示。
4）详情区域。
概览区域只能查看简单的信息，如归属关系、生效日期等。如果要查看详细的信息，就
需要在“详情区域”中查看。详情区域的信息会根据概览区域选中的对象而变化，只显示该
对象的相关信息，如图 3-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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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概览区域

图 3-20

详情区域

整个组织和就职的界面是按照先查询再选择、先概览再详细的流程展开的。所以组织和
就职的界面相对来说是一个信息比较集中的界面，在实际的应用中也比较常用。
提示：组织和就职的界面是一个灵活的、可配置的界面，所有的四个区域，包括具体的内容，
如查询区域中的搜索条件、详情区域中的不同信息的页面，都是可以定制的。所以该界面不
但用于组织管理中，而且也用于薪酬管理（Compensation Management）中。
2. 简单维护
由于组织和就职的功能比较强大，同时带来的问题是权限的控制相对来说也比较复杂。
所以很多公司，尤其是对权限控制要求比较细化、严格的公司，会让一般用户使用一个相对
简单的界面，这其中就包括简单维护（Simple Maintenance）的界面。
一般结构，包括三个事务代码：PPOC_OLD（创建）、PPOM_OLD（修改）和 PPOS_OLD（显
示）。其实从这三个事务代码就可以看出来，它们就是旧版本的组织和就职界面。
如图 3-21 所示是 PPOM_OLD（修改）的界面。
如图 3-22 所示是显示的具体组织结构视图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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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界面

图 3-22

结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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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就可以看出，简单维护就相当于简化版的组织和就职。所以，在这里就不详细描
述了。
3. 专家模式
所谓的专家模式实际上就是界面相对简单，但是功能足够强大。如图 3-23 所示是专家
模式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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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3

专家模式

从截图可以看出，专家模式可以实现对不同的计划版本、对象类型、对象的编号、信息
类型、时间段等信息的管理，而组织和就职只能处理当前版本的信息，而且只能处理特定的
信息类型（详情区域中显示的信息类型）。
专家模式的使用很简单，通过输入不同的条件组合，就可以进行相应的操作。具体的操
作都可以通过工具栏上的工具执行：
●

：切换修改和查看模式

●

：新增记录

●

：修改记录

●

：查看记录

●

：复制记录

●

：定界记录（使记录在特定日期后失效，但是不删除记录）

●

：删除记录

●

：概览查看（查看所有符合条件的记录，但是不能显示所有的字段）

●

：激活记录（使记录生效，一般和审批流程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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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须知

3.3.1

矩阵组织

矩阵组织的定义一般是指在一个公司内，根据需要成立了一个或多个项目小组，这些小
组中的成员来自于多个分公司内的不同部门，这样在组织结构上看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既按
照职能划分的部门架构，同时又按照项目划分的
小组架构的矩阵型组织架构。
在 SAP 中，矩阵组织的概念也和业务中的一
致，但是更加灵活。SAP 中的矩阵组织是按照任
意两个维度（也就是评估路径）来评估所形成的
组织架构，不仅仅局限于业务上的智能和项目两
个维度。
矩阵组织的定义是通过使用事务代码 SM30，
维护表 T779M 来设置的。
如图 3-24 所示，矩阵组织的定义需要定义两

图 3-24

矩阵组织定义

个维度，设置每个维度的起始对象类型，以及使
用的评估路径，以及两个维度之间的对象通过什么关系关联起来。
矩阵组织的修改和查看分别通过事务代码 PPME 和 PPMS 来进行的。在进行的时候，要
分别选择使用的矩阵组织的类型，以及每个维度开始的对象和报表的期间，并且可以选择只
看任一维度或者通过矩阵的方式同时查看两个维度，如图 3-25 所示。

图 3-25

矩阵组织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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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和其他模块的集成

就像前面提到的，SAP 的 OM 模块可以和其他模块进行数据交换。其中，常用的模块就
包括人事管理、招聘管理、工作流等。
1. 与人事管理的集成
SAP 把组织单元、岗位、职位等数据同时保存在组织管理和人事管理两个模块，这有一
定的历史原因，不过 SAP 也提供了很多工具来保证两个模块的数据一致，前提是使用了组织
管理和人事管理的集成。
一旦开启了两个模块的集成功能，那么只要在其中一个模块中维护了数据，就可以同步
到另外一个模块中。不过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在组织管理中维护组织单元、岗位、职位等
数据的。所以在人事管理中，当人员入职或离职时，会自动更新组织管理的相应数据。
要设置两个模块的集成功能，需要用到表 T77S0 中的一些选项。如图 3-26 所示。

图 3-26

OM 和 PA 集成设置

这些选项的含义如表 3-6 所示。
表 3-6
选

表 T77S0 中的一些选项及其含义

项

含

义

EVCCC

当在 PPOME 中变动公司代码时，产生异动记录的类型代码

EVENB

当在 PPOME 中变动组织单元、岗位或人员时，是否在人事管理中自动产生异动记录

ORGA

OM 和 PA 是否集成

PRELI

没有指定岗位时使用的默认岗位（一般为离职时使用）

PRELU

更新数据是即时更新还是批量更新（O 为即时更新）

TEXTC

显示职位的短文本描述或者长文本描述（X 为短文本）

TEXTO

显示组织单元的短文本描述或者长文本描述（X 为短文本）

TEXTS

显示岗位的短文本描述或者长文本描述（X 为短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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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SAP 中还可以设置是否所有的人员都参与集成，还是只有部分人员参与（如某个
公司代码下的员工、某个人事范围 / 子范围下的员工等）。这个功能是通过设置特征 PLOGI
来实现的，如图 3-27 所示。

图 3-27

特征 PLOGI

返回值为“ X”的表明是参与，并且默认的是所有的人员都参与。当然，也可以通过设
置不同的组合条件来实现部分参与的功能。在设置组合条件时，可以使用的字段包括如图 3-28
所示。

图 3-28

特征 PLOGI 的判断字段

最后，SAP 还提供了一些程序来手动的将组织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数据进行同步。这些程
序如表 3-7 所示。
表 3-7

可手工进行同步的程序

程序名称

用

途

方

向

RHINTE00

通过创建批处理程序，将人事管理的相关数据同步到组织管理中

PA->OM

RHINTE10

将组织管理的相关数据同步到人事管理中

OM–>PA

RHINTE20

检查并创建组织管理和人事管理中不一致的数据

OM<->PA

RHINTE30

通过创建批处理程序，将指定人员的组织管理的数据同步到人事管理中（一
般是 PPOME 中操作产生的数据）

OM–>PA

注意，由于程序的数据是通过 BDC 的方式来更新的，所以执行完上述程序后，需要使
用事务代码 SM35 检查创建的 BDC 进程信息，看是否已执行。如果没有后台程序自动执行
的 BDC 进程，则还可能需要手动执行 BDC 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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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招聘管理的集成
组织管理和招聘管理集成的核心在于岗位的管理。招聘管理会根据空缺岗位开始招聘流
程，如发布广告、筛选简历、面试记录等。而空缺岗位则是在信息类型 1007 中定义的。
3. 与工作流的集成
很多公司会使用工作流来实现业务流程的自动化和控管。而工作流的数据基础，除了业
务流程的定义外，就是公司审批层级的定义，一般和公司的组织架构是类似的。所以 SAP 允
许使用 OM 的数据作为工作流的基础数据。

3.3.3

增加自定义字段

SAP 系统作为一个灵活性很强的软件，提供了给用户定制化的工具。除了比较技术性的
工具，如 ABAP 开发平台外，也有一些给业务顾问或者最终用户使用的工具，来满足定制的
要求。
在 OM 中，用户经常会碰到在标准的信息记录基础上，需要记录一些额外的、特殊的信
息。SAP 提供了一个程序——PPCI 来实现类似的功能。
运行事务代码 PPCI 后，会出现如图 3-29 所示的界面。
输入要使用的信息类型编号，点击“扩展”按钮

（如果是新建一个信息类型，点击“新

建”按钮），会出现如图 3-30 所示的界面。

图 3-29

PPCI 初始界面

图 3-30

增强信息类型界面

点击“全部”
（All）按钮后，会弹出如如图 3-31 所示的界面。
该界面用来定义新增加的字段的数据类型。定义后，激活即可。
这时如果查看信息类型的界面，就会发现增加的字段显示在信息类型中，如图 3-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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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结构

增加的字段显示在信息类型中

金领技巧

3.4.1

导出组织架构图

SAP 提供了一个标准的程序，可以查看组织架构的图形化格式。这个程序的事务代码是
S_AHR_61016530。运行后看到的选择界面如图 3-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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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组织架构图选择界面

输入必要的选择条件后，系统会产生如图 3-34 所示的组织架构图。

图 3-34

组织架构图

可以看出，这个图形就是将组织架构按照层级关系展开而形成的图形。当然，用户可以
做一些细微的调整，如更改字体的大小、对齐方式、连线的风格等，也可以直接打印。但是
对于很多用户比较熟悉的 Visio，SAP 并没有提供直接的方法可以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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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公司都碰到过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案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
● 购买其他的软件——SAP 的合作伙伴中，有专门提供类似功能的软件，比较有名的包
括 OrgPublisher，以及在 EhP4 中崭露头角的 Nakisa 的 OrgChart。
● 自行开发——Visio 提供了一个接口，可以直接根据数据（有格式的要求）来生成组织
架构图，并且 SAP 中也提供了对 Microsoft Office 操作的接口。因此可以将 SAP 中的
OM 数据按照 Visio 需要的格式导出后，直接生成组织架构图。

3.4.2

批量定界对象

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创建组织管理的对象后，因为种种原因，需要把已经创建
的对象定界。但是对象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可能已经创建了多个信息类型的信息（有可能
是手工的，也有可能是自动的）。那么要怎么定界呢？是只定界信息类型 1000 就可以了？还
是要把相关的信息类型（如信息类型 1001/1002/1005/1008 等）都定界掉？
实际上，SAP 有一个标准的程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该程序的事务代码是 RE_RHGRENZ4。
运行该程序后，就可以看到如图 3-35 所示的界面。

图 3-35

批量定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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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设定需定界的对象的选择条件（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输入所有需要对象的 ID），该
程序会自动检查所有的信息类型，执行对应的定界命令，并且可以先测试后再真正执行定
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严重后果。
提示：SAP 还提供了一个类似的程序，不过不是修改对象的结束日期，而是修改对象的开始
日期。因为默认在创建对象的时候，系统会使用当前日期为开始日期，而业务操作一般以事
后维护较多，所以一不留神就会出错。
该程序的事务代码是 RE_RHBEDA0。

3.4.3

监控组织信息类型的变化

对于管控比较严格的公司来说，系统中信息的变更记录，尤其是关键信息的变更记录，
是具有很高的保留价值的。SAP 提供了对组织信息类型的变化进行监控的功能。
要实现监控的功能，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1） 使 用 IMG 路 径：IMG->Personnel Management->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Basic
Settings->Activate Change Documents，激活变更记录的监控功能，如图 3-36 所示。

图 3-36

激活变更记录的监控

需要维护要监控的对象、版本、信息类型、子类型，如图 3-37 所示。
2）通过执行事务代码 SE38，运行报表程序 RHCDOC_DISPLAY，来查看对应的变更记
录，如图 3-38 所示。

第3章

图 3-37

设置监控条件 ·

图 3-38

查询变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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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开启了监控功能后，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系统的性能。为了将影响降到
最低，不要设置监控所有的对象和所有的信息类型，一般只监控重要的对象和重要的信息类
型即可。

3.4.4

多语言翻译

很多外资公司在日常运作中，都会有多语言的问题。因为公司的总部一般在国外，所以
需要使用当地语言（如英语）；同时，在中国的公司又离不开中文，所以就会造成多个语言同
时使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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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一般的解决方法包括以下两种：
● 将语言分开，制作多个版本：如一张报表，同时有英文版和中文版两个版本。报表的
格式是一致的，只不过英文版中只有英文，中文版只有中文。这样做的好处是比较清
晰，版本管理相对容易；坏处就是要同时维护多个版本。
● 多语言混用：同样一张报表，就只有一个版本，但格式里面中文和英文对照使用。这
样做的优缺点和上面的刚好相反。
在 SAP 中，对于日常操作的界面来说，只能根据登录时选择的语言来显示对应的信息
和维护界面；但是对于报表来说，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实现。实现的前提就是必须维护原始资
料的多语言信息，如岗位的名称，必须中英文都维护，这样报表才可以输出对应的信息。毕
竟 SAP 不是一个翻译软件。
通常，如果需要维护多语言的信息，需要登录到对应语言的界面后再维护。也就是说，
如果要维护中文信息，必须在登录时选择语言为中文；如果要维护英文信息，也要在登录时
选择语言为英文。
不过在组织管理中，SAP 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方法：通过运行程序 RHTRANS0，就可以
实现维护其他语言的信息。
图 3-39 为运行后的选择界面，输入要维护的对象的相关条件，选择要翻译成的语言。

图 3-39

翻译的选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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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会自动列出符合条件的所有对象，分语言列出对应的信息。用户可以自由修改要翻
译成哪种语言的信息，然后保存即可，如图 3-40 所示。

图 3-40

3.4.5

翻译界面

组织管理更新请求

某 些 系 统 中， 在 创 建 OM 的 对 象 时 会 弹 出 一 个 窗 口。 必 须 填 写 变 更 请 求（Change
Request）的号码之后，才可以继续完成对象的创建工作。
这种现象，实际上是系统的一个默认配置项造成的。使用事务代码 SM30 来查看表
T77S0，就可以看到如图 3-41 所示的配置。

图 3-41

更新请求

如果设置为 X，就不会弹出变更请求的窗口；而如果设置为空，系统就认为是要将 OM
的数据传送到其他系统中去，就会弹出变更请求的窗口，以便把所有相关的修改都记录在该
请求下，可以方便传送到其他系统中。

